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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常规观测资料、区域自动气象观测站加密观测资料、多普勒雷达资料和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１° × １° 再分析资料，对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发生在日照一次龙卷天气过程的天气形势、环境物理量和
涡旋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地面 β 中尺度辐合线和高空冷涡是此次龙卷发生的主要影响系
统，较湿的近地面层、较低的抬升凝结高度为龙卷的发生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地面辐合线上
的 γ 中尺度涡旋在显著深厚湿对流潜势下触发了对流，较大的对流有效位能（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ＣＡＰＥ ）和较强的 ０ ～ ３ ｋｍ 垂直风切变有利于初生对流的发展、合并，形成超级单体
风暴。龙卷发生时，超级单体风暴低层右前侧出现钩状回波、入流缺口。较强的风暴单体、深厚持
久的中气旋、中气旋强中心和底部迅速下降并重合、气旋性涡旋加强、最大风切变跃增、多个时次
体扫出现龙卷涡旋特征（ｔｏｒｎａｄｉｃ ｖｏｒｔｅｘ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ＴＶＳ）是地面龙卷发生的主要特征。对龙卷风暴
单体移动起主导作用的因子在不同时段有所不同，前期主要受平流的影响；风暴单体合并的过程
中，风暴移动受传播和平流的共同影响；风暴单体完全合并后，引导气流对风暴的移动又起主要
作用。
关键词：龙卷；中气旋；超级单体风暴；γ 中尺度涡旋；龙卷涡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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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羯”环流中的龙卷小尺度涡旋特征进行了研
引言
究，指出大的相对风暴螺旋度、强的低层垂直风切
龙卷是破坏力极强并伴有猛烈旋转的小尺度 变和低层高湿是两次台风环流中发生龙卷的关键
涡旋，多发生在超级单体风暴中，常与冰雹、短时强 物理量。周淑玲等 ［ ］从天气学角度入手，指出较
降水一起发生。因龙卷尺度小、局地性强、持续时 低的正涡度中心对龙卷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指示
间短，目前的探测手段和预报技术很难观测到其瞬 意义。
变信息和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报、预警，因此龙卷极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日照西北部出现多个
［
］
易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
对流单体，经过数次合并后形成超级单体风暴，诱
［
］
国内外很多专家 对龙卷进行了专项研究。 发龙卷，并伴有小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天气，龙卷引
薛德强和杨成芳［］对山东 ５０ 年的龙卷气候特征进 发日照近海海域的沉船事件，造成了多人伤亡和重
行了分析，指出山东龙卷存在明显的季节特征，多 大经济损失。本文利用常规观测资料、地面区域自
发生在夏季（占 ７４ ３％ ），午后到傍晚是龙卷发生的 动气象观测站（以下简称“区域站”）５ ｍｉｎ 间隔的高
主要时段，龙卷持续时间较短，多数龙卷仅仅维持 时间分辨率资料、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１° × １° 再分析资料，
几分到十几分钟。俞小鼎等［］利用雷达反射率因 分析了此次龙卷天气发生发展的中尺度天气系统、
子、速度场以及环流背景场对产生龙卷的特征进行 环境条件；使用与距沉船地最近的连云港（相距
了分析，指出中气旋一般超前于龙卷，如果中气旋 ７５ ｋｍ左右）多普勒天气雷达资料并结合青岛、临沂
达到中等强度以上且底部到地面距离小于 １ ｋｍ，就 （相距 ９５ ｋｍ 左右）多普勒天气雷达资料，探讨了造
容易产生龙卷，当中等强度以上的中气旋和龙卷涡 成沉船事件的超级单体风暴的结构、中气旋（用
旋特征（ｔｏｒｎａｄｉｃ ｖｏｒｔｅｘ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ＴＶＳ）同时被探测， “Ｍ”表示）、龙卷涡旋特征等参数的演变情况，以期
产生龙卷的概率将达到 ５０％ 以上。郑媛媛等［ ］研 积累预报经验，为日照龙卷的预报预警提供参考
究表明，小型超级单体风暴中存在发展高度较高的 依据。
中气旋且风暴质心位于风暴的下部时易发生龙卷。 １ 龙卷概况及灾情
朱君鉴等［］、项阳和吴林林［］指出，龙卷发生前，小
型超级单体风暴出现中气旋顶高跃增、最大切变量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１７：００—１８：１０ （北京时，下
高度骤降现象，龙卷发生时，中气旋顶高骤降、风暴 同），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日照的东港区、开发区部
低层反射率因子呈钩状回波特征且风暴南侧具有 分乡镇遭受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袭击，造成船
明显的入流缺口。刁秀广等 ［］对台风“温比亚”和 舶倾覆、房屋倒塌、玉米倒伏、树木受损等灾害，其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

ｔｏｒｎａｄｏ ｍｅｓｏｃｙｃｌｏｎｅ ｓｕｐｅｒｃｅｌｌ ｓｔｏｒｍ ｍｅｓｏγ ｓｃａｌｅ ｖｏｒｔｅｘ ｔｏｒｎａｄｉｃ ｖｏｒｔｅｘ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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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港区的南湖镇、日照街道和开发区的奎山街
道、北京路街道的部分地区及日照近海海域遭受龙
卷袭击，造成天津航道局在日照港石臼港区南作业
区的一艘河北籍船舶倾覆，船上 ９ 人有 ７ 人遇难，２
人失联。分析日照区域站和商船监测的极大风速
（图 １ａ）可知，１７：００—１８：００ 东港区的南湖镇、日照
街道、石臼街道和开发区的奎山街道、北京路街道
出现 ８ 级以上大风，其中日照港区域站 １８ 时监测到
极大风速为 ３４ ６ ｍ·ｓ （１２ 级），１７：５０—１８：０５，日
照近海多艘商船先后监测到 ５０ ｍ·ｓ （１５ 级）以上
的极大风速（商船数据来源于日照市海上搜救中
心）。据区域站 １ ｈ 降水资料（图 １ｂ ），１７：００—
东港区的西湖镇、南湖镇、日照街道、石臼街
１８：
００，
－１

－１

图１
Ｆｉｇ．１

２

道和开发区的奎山街道、北京路街道出现 ２０ ｍｍ 以
上的短时强降水，最大出现在奎山镇，为 ４５ ６ ｍｍ。
分析雷达资料、区域站资料发现，此次龙卷是
由地面 γ 中尺度涡旋触发的超级单体风暴造成的，
单体所经区域的地面风场上具有明显的气旋式旋
转，在风暴移动方向右前侧的低层强反射率因子具
有入流缺口和钩状回波等特征。据调查，１６ 日
１７：
４０—１８：
００ 是地面龙卷发生的主要时段，龙卷自
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全程约 ２０ ｋｍ，影响宽度为
０ １ ～ ０ ５ ｋｍ。根据房屋损坏、树木扭断的程度，并
结合雷达回波特征、周边区域站和船舶观测站监测
到的资料以及视频资料，判定该龙卷的强度等级为
ＥＦ２ 级 ［ ］。
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１７—１８ 时日照极大风场（ａ，红色箭头为龙卷影响路径，色阶表示风速）和 １ ｈ 降水量（ｂ，色阶表示
降水量）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ｒｅｄ ａｒｒｏｗ ｆｏ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ｏｒｎａｄｏ，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ｉｎ Ｒｉｚｈａｏ ｆｒｏｍ １７：００ ＢＳＴ ｔｏ
１８：
００ ＢＳＴ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１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天气背景特征

天气形势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０８ 时，
５００ ｈＰａ 图（图 ２ａ）上，
新疆到贝加尔湖有强盛的高压脊，高压脊前存在明
显的东北冷涡，温度槽略微落后于高度槽，南北向
的高空槽自冷涡经鲁中伸到江苏西部，高空槽在东
移过程中略有发展，其后侧的西北气流引导冷空气
源源不断扩散南下，导致日照中高层较冷。７００ ｈＰａ
图（图 ２ｂ）上，东北冷涡强度有所减弱，但由风场来
看，气旋式环流仍然较为明显，高空槽自冷涡伸向
河套中东部，槽后较大的西北风与等温线近似垂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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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冷平流较强，该层高空槽落后于 ５００ ｈＰａ 高空
槽，前倾结构较为明显。８５０ ｈＰａ（图 ２ｃ）显示，偏北
气流与偏西气流交汇于 ３５° Ｎ 附近，形成一条近乎
东西向的切变线，切变线南侧的西到西南暖湿气流
源源不断地向鲁南输送水汽和不稳定能量，同时有
ｔ≥２２ ℃ 的暖脊伸向日照。９２５ ｈＰａ （图 ２ｄ ）切变线
也位于 ３５°Ｎ 附近，但是切变线明显东伸，东段已经
伸到日照北部。由形势场来看，日照整层大气呈现
明显的上冷、下暖湿配置，易产生龙卷等强对流
天气［ ］。
图 ２ｅ 是利用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１° ×１°再分析资料绘
制的 １５ 日 ２０ 时—１７ 日 ０８ 时翻船地上空的风和温
１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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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０８ 时高空形势（ａ． ５００ ｈＰａ，ｂ． ７００ ｈＰａ，ｃ． ８５０ ｈＰａ，ｄ． ９２５ ｈＰａ）、１６ 日 ２０ 时—１７ 日 ０８ 时船舶倾覆
地的上空风和温度平流时序图（ｅ）以及 １７：０２—１８：０２ 临沂雷达风廓线产品（ｆ）
Ｓｙｎｏｐｔ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７００ ｈＰａ （ｂ），８５０ ｈＰａ （ｃ），ａｎｄ ９２５ ｈＰａ （ｄ）ａｔ ０８：
００ ＢＳＴ １６，ｔｉ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ｅ）ｏｆ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ｐｓｉｚ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１６ ｔｏ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１７，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ｆ）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ｙｉ ｒａｄａｒ ｆｒｏｍ １７：
０２ ＢＳＴ ｔｏ １８：
０２ ＢＳＴ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度平流时序图。分析图 ２ｅ 发 现，１６ 日 ０８ 时，
７００ ｈＰａ 以下，风向随高度顺时针旋转有暖平流，
７００ ｈＰａ以上，风向随高度逆时针旋转有冷平流，表
明该地区上空存在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形势。１４ 时，
暖平流自地面上升到 ５００ ～ ４００ ｈＰａ 之间，５００ ｈＰａ
之上转为冷平流；进一步分析发现，１４ 时较 ０８ 时，
事发地上空整层风速加大，高层冷平流和低层暖平
流均有所增强，尤其是高空的冷平流增强更为明

显，导致上下层的差动温度平流增大、不稳定性增
强。２０ 时，高空冷平流明显减弱，暖平流仅存在于
８５０ ｈＰａ 以下且强度减小，上下层的差动温度平流
明显减弱。
由地面实况图和雷达图（图略）对比发现，产生
龙卷的中尺度辐合线影响临沂雷达站和日照龙卷
发生地的时间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利用临沂雷达
站的风廓线产品分析龙卷发生地上空的环境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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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情况。图 ２ｆ 是 １７：０２—１８：０２ 临沂雷达的风廓线
产品，分析发现，龙卷发生前，０ ～ ６ ｋｍ 风随高度顺
时针旋转有暖平流存在，６ ｋｍ 以上风随高度逆时针
旋转，存在冷平流，上冷下暖的形势较为明显，表明
大气较不稳定。龙卷发生后（１７：３８ 之后），近地面
层风向转为西北风，１ ２ ｋｍ 以下风随高度逆时针旋
转，表明近地面有冷空气侵入，冷空气触发不稳定
能量释放，产生较强的上升运动。分析高密度地面
观测资料（图略）可以看出，１７：３０，临沂地面吹西南
风，风速为 ３ ｍ·ｓ ，结合临沂雷达风廓线资料，计算
出临沂上空 ０ ～ ６ ｋｍ 垂直风速差为 １７ ｍ·ｓ ，达到
周后福等［ ］统计的江淮地区龙卷风暴 ０ ～ ６ ｋｍ 的
垂直风速度差（Δｖ≥１６ ５ ｍ·ｓ ）的要求。另外，在
３ ７ ～ ４ ９ ｋｍ 高度上，１７：５０ 的风较 １７：３０ 增大 ２ ～
４ ｍ·ｓ ，表明中低空偏西急流加强，中低空垂直切
变加大，导致气旋性涡度发展，为龙卷的产生、加强
提供了有利的动力条件。
２．２ 地面中尺度系统发展演变
利用区域站 ５ ｍｉｎ 高时间分辨率观测资料，分
析了影响龙卷天气的地面 β 中尺度辐合线的演变，
重点分析产生此次龙卷的地面 γ 中尺度涡旋的生
成、发展、演变过程。分析过程中，由于龙卷尺度较
小，区域站布局相对稀疏，造成个别时次的地面 γ
中尺度涡旋在风场上表现得并不是特别完整，为
此，结合雷达资料对 γ 中尺度涡旋进行定位。图 ３
为地面 β 中尺度辐合线和 γ 中尺度涡旋的演变过
程，可以看出，１６：００，地面 β 中尺度辐合线移到日
照西北部，辐合线上出现 γ 中尺度涡旋，γ 中尺度涡
旋在向东南方向移动过程中逐渐加强、环流逐步完
整。１６：３０，地面 γ 中尺度涡旋在风场上表现为较完
整的气旋式环流。１７：００，涡旋上的风速明显加大，
辐合更加明显，地面 γ 中尺度气旋式环流非常完
整。１７：３０，地面 γ 中尺度涡旋到达日照东南部，气
旋式辐合达到最强，在此涡旋的触发下，不稳定能
量迅速释放，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地面 β 中尺度
辐合线上产生的多个单体合并成超级单体风暴，强
风暴在东移过程中继续加强，１７：４０，日照开始出现
龙卷天气。１７：４５ 左右，地面 γ 中尺度涡旋东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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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后龙卷开始影响日照近海海域，造成极端大
风和船舶倾覆事件。１９：００，地面 β 中尺度辐合线
东移入海，此次强对流天气结束。

－１

－１

１７

－１

－１

表１

２０１９

Ｔａｂｌｅ １

站点
青岛

图３
Ｆｉｇ．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地面系统演变（虚线为地面 β
中尺度辐合线，“ ”为 γ 中尺度涡旋）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
（ｄｏｔｄａｓｈ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ｍｅｓｏβ ｓｃａｌ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ｌ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ｍｅｓｏγ ｓｃａｌｅ ｖｏｒｔｅｘ）

２０１９

环境参量分析
研究［ ］表明，龙卷多产生在中层有冷空气侵
入的不稳定大气中，其产生与较大的对流有效位能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ＣＡＰＥ ）、较强
的中低层垂直风切变（用“ＳＨＲ”表示）和较低的抬
升凝结高度（ｌｉｆ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ＬＣＬ ）以及较
暖湿的低层等密切相关。表 １ 为距龙卷发生地最近
的青岛高空站 １６ 日 ０８ 时的探空参数，根据曹钢锋
等［ ］统计，如果某地区 ８５０ ｈＰａ 与 ５００ ｈＰａ 温度差
Δ ｔ≥２８ ℃ ，该地区产生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非常
大，从表中可以看出，距离日照最近的青岛高空站
探测到的 Δｔ 高达 ２９ ℃ 。干暖盖指数（ｄｒｙ ａｎｄ
ｗａｒｍ ｌｉ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简记为 Ｌｓ ）是逆温层顶处的最
大饱和湿球位温与地面至 ５００ ｈＰａ 气层中的湿
球位温的平均值之差，此时青岛探空站的 Ｌｓ 为

２．３

１７－２０

２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青岛探空站探空参数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

时次

Ｌｓ ／ ℃

０８

－３８ ４

Δｔ ／ ℃
２９

（· ）

ＣＡＰＥ ／ ＤＣＡＰＥ ／ Ｊ ｋｇ －１
１ ７６１ ８ ／ １ ０７５ ３

（· ）

比湿 ／ （ｇ·ｋｇ ）

ＳＨＲ ／ ｍ ｓ －１
ＬＣＬ ／ ｈＰａ
９３３

－１

０ ～ ３ ｋｍ

０ ～ ６ ｋｍ

９９０ ｈＰａ

９２５ ｈＰａ

７００ ｈＰａ

１３ ６

１４ ２

１６

１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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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对流单体移到日照西北部，单体在向东偏南
移动的过程中逐渐合并加强。为避免地物杂波等
影响，选取距离龙卷发生地最近的连云港雷达
３ ４° 仰角的反射率因子产品（图 ４ ）来分析风暴单
体的合并、增长过程。１６：４３ （图 ４ａ ），在莒县的北
部、五莲县的中部有 Ｃ１、Ｃ２ 两个发展较为成熟的
风暴单体，同时，莒县中东部的风暴单体 Ｃ３ 开始
发展。之后，风暴单体快速东移，不断加强的风暴
单体 Ｃ３ 与开始减弱的单体 Ｃ１ 逐渐靠拢，单体 Ｃ２
在东移过程中强度变化不大但反射率因子在
５０ ｄＢＺ以上的面积略有增大（图 ４ｂ ）。１７ ：１６ （图
４ｃ ），单体 Ｃ１ 迅速南落并与单体 Ｃ３ 合并成单体
Ｃ４ ，回波迅速增强，最大反射率因子达到 ７０ ｄＢＺ，
不断减弱的单体 Ｃ２ 与新生成的单体 Ｃ４ 到达东港
区的北部，两单体的外边界已经重合。继续加强
的单体 Ｃ４ 移动明显快于逐渐减弱的单体 Ｃ２，两
单体在东移过程中逐渐靠拢，１７：３４ （图 ４ｄ ），两个
单体中心已经非常接近，５０ ｄＢＺ 以上回波面积迅
速扩大。１７：４６ （图 ４ｅ ），单体 Ｃ２、Ｃ４ 中心合并成
３ 龙卷的雷达特征分析
为成熟的超级单体 Ｃ，单体 Ｃ 位于北京路街道，距
离船舶倾覆地不到 １０ ｋｍ。１７：５０ 后单体 Ｃ 入海，
３．１ 风暴单体演变与低层回波特征
受地面 β 中尺度辐合线影响，１６：００ 前后，有 强度开始减弱。
，干暖盖较强，有利于不稳定能量的积累
和水汽的积聚 ［ ］。表中的 ＣＡＰＥ 值是根据当日青
岛站观测到的最高气温进行订正后的数值，订正
后的 ＣＡＰＥ 值高达 １ ７６１ ８ Ｊ·ｋｇ ，表明午后发生
雷暴的可能性较大。根据廖晓农等［ ］的研究，地面
发生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时，下沉对流有效位能
（ｄｏｗｎｄｒａｆｔ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一般大于 ６００ Ｊ·ｋｇ ，１６ 日 ０８ 时，青
ＤＣＡＰＥ）较大，
岛站的 ＤＣＡＰＥ 值达到 １ ０７５ ３ Ｊ·ｋｇ ，远远大于
６００ Ｊ·ｋｇ 。０ ～ ３ ｋｍ 的 ＳＨＲ 达 １３ ６ ｍ·ｓ ，
０ ～ ６ ｋｍ
的 ＳＨＲ 仅为 １４ ２ ｍ·ｓ ，大的垂直风切变主要出现
在中低层。９２５ ｈＰａ 以下比湿超过 １０ ｇ·ｋｇ ，９９０ ｈＰａ
更是达到 １６ ｇ·ｋｇ ，７００ ｈＰａ 减弱到 ３ ｇ·ｋｇ ，表
明近地面层较湿。ＬＣＬ 高度为 ９３３ ｈＰａ，高度较低，
低于 ５００ ｍ，有利于龙卷产生［ ］。以上分析表明，
８ 月１６ 日 ０８ 时，日照附近上空 Δｔ、ＣＡＰＥ 、ＤＣＡＰＥ 、
中低层 ＳＨＲ 较大，ＬＣＬ 较低，近地面层较湿，Ｌｓ
较强。
－ ３８ ４ ℃

２２

－１

２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７

图４

年 月 日连云港雷达 仰角反射率因子（色阶； ： ： ，
：：）
（
， ：： ， ：： ， ：： ）

：：， ：：， ：：，
； ：： ， ：：

２０１９
８
１６
３ ４°
ａ． １６ ４３ ２８ ｂ． １６ ５５ １０ ｃ． １７ １６ ０２ ｄ． １７ ３４ ５６
ｅ． １７ ４６ ４０
Ｆｉｇ．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 ３ 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ｒａｄａｒ ｏｎ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 ａ． １６ ４３ ２８ ＢＳＴ ｂ． １６ ５５ １０
ＢＳＴ ｃ． １７ １６ ０２ ＢＳＴ ｄ． １７ ３４ ５６ ＢＳＴ ｅ． １７ ４６ ４０ ＢＳＴ

龙卷是发生在较低高度的天气现象，因此低仰
角的雷达资料更能揭示其回波特征。因 １７：５８ 连云
港雷达低层反射率因子缺测，为了更准确地揭示龙
卷发生阶段低层回波强度的变化和龙卷最强时刻
低层回波特征，对临沂雷达 ０ ５° 仰角的反射率因子
产品进行分析。１７：３８ （图略），单体位于东港区的
日照街道，最强回波为 ６３ ｄＢＺ，回波右前侧出现弱
的入流缺口和钩状回波。随着时间推移，回波略有
增强，钩状回波变化并不明显，但入流缺口更加清

晰。１７：５０，最强回波达 ６５ ｄＢＺ。１８：０２ （图 ５，龙卷
最强时刻），最强回波减弱为 ５９ ｄＢＺ，此时回波右前
侧的钩状回波特征和入流缺口非常明显，表明此时
风暴低层右前侧的上升气流非常强烈，对应着风暴
低层左后方的强反射率因子区为强下沉气流区。
下一个体扫，钩状回波和入流缺口消失，回波开始
减弱，强天气逐渐结束。
３．２ 龙卷涡旋移动及低层气流结构
图 ６ 是龙卷涡旋移动路径图，１７：３４ 之前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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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下一个体扫 ＴＶＳ 消失，龙卷过程基本结束。
由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风暴演变过程中，受传播
和引导气流的影响，风暴的移动方向多次发生变
化；首次探测到 ＴＶＳ （１７：１８ ）较地面龙卷发生
（１７：４０）提前 ３ 个体扫，因此，此次地面龙卷具有一
定的可预报性。

５ ｋｍ

图５
Ｆｉｇ．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１８：０２ 临沂雷达 ０ ５° 仰角反射
率因子（色阶）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 ） ａｔ ０ ５°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ｙｉ ｒａｄａｒ ａｔ １８：
０２ ＢＳＴ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港雷达缺少 ２ 个体扫资料，故无法探测单体风暴在
该时段是否出现 ＴＶＳ，为更准确地显示 ＴＶＳ 生成时
间以及生成后的移动路径，图 ６ 中 １７：３４ 之前采用
的是青岛雷达的资料。从图上可以看出，ＴＶＳ 最初
出现于 １７：１８，１７：１８—１７：３４，此时段单体并没有明
显的合并，风暴移动主要以平流为主，在承载层气
流的引导下，风暴快速向东偏南方向移动。１７：３４—
１７：
４６，此时段对流单体不断合并，传播在风暴的移
动中作用增大，在传播和平流的共同作用下，风暴
单体和 ＴＶＳ 转向东南方向移动。１７：５２ 单体完全合
并，ＴＶＳ 出现在船舶倾覆地偏东方向不到 １ ｋｍ 的海
上，此后，风暴单体在承载层的平均气流引导下缓
慢向东偏南移动。１７：５８ 移到船舶倾覆地偏东约

图

移动路径（白色倒三角为 ）
（

６ ＴＶＳ
ＴＶＳ
Ｆｉｇ．６ ＴＶ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ｗｈｉｔ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ＶＳ

）

为更准确地反映船舶倾覆时的低层气流结构
特征，选用距离船舶倾覆地更近的连云港低仰角的
雷达径向速度产品来分析龙卷致船倾覆时的低层
气流特征。图 ７ 是退速度模糊之后连云港雷达
０ ５° 仰角的径向速度产品，图上叠加了中气旋（白
色圆圈）产品和 ＴＶＳ（白色倒三角）产品。１７：５２（图
７ａ），
船舶倾覆地西侧出现一对相距 １０ ｋｍ 左右、气

图 ７ 连云港雷达 ０ ５° 仰角退模糊后的径向速度（ａ． １７：５２，ｂ． １７：５８；白色圆圈为中气旋，白色倒三角为 ＴＶＳ，色阶为径向
速度）
Ｆｉｇ．７ Ｒａｄａｒ ｒａｄ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ｄｅａｌｉａｓｉｎｇ ａｔ ０ ５°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ｒａｄａｒ ａｔ １７：
５２ ＢＳＴ （ａ）ａｎｄ １７：
５８ ＢＳＴ
（ｂ）（ｗｈｉｔ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ｆｏｒ ｍｅｓｏｃｙｃｌｏｎｅ，ｗｈｉｔ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Ｖ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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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式旋转的正负速度对，退速度模糊后，最大出流
速度为 １７ ５ ｍ·ｓ ，最大入流速度达 － ３２ ５ ｍ·ｓ ，
转动速度为 ２５ ０ ｍ·ｓ ，此时风暴距离雷达约
根据中气旋判别标准［ ］，该气旋判断为强中
７５ ｋｍ，
气旋。在强中气旋内部，识别出一个比强中气旋更
小的旋转非常快的小尺度涡旋，表现为像素到像素
的很大的风切变，相邻方位角的最大入流速度高达
－ ３２ ５ ｍ·ｓ ，最大出流速度为 ７ ０ ｍ·ｓ ，速度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Ｖ）达 ３９ ５ ｍ·ｓ ，呈现出明显
的龙卷涡旋特征［ ］，ＴＶＳ 距离翻船位置不到 １ ｋｍ，
之后 ＴＶＳ 向东偏南方向移动；１７：５８ （图 ７ｂ ）（此时
刻约为地面龙卷最强时刻），超级单体风暴中的最
大出流速度为 ２７ ０ ｍ·ｓ ，退模糊速度后的最大入
流速度为 － ３７ ０ ｍ·ｓ ，转动速度高达 ３２ ０ ｍ·ｓ ，
强中气旋进一步加强。强中气旋内部速度相差
最大的两个相邻方位角之间的最大入流速度为
－ ３７ ０ ｍ·ｓ ，
最大出流速度为 ０ ５ ｍ·ｓ ，ＤＶ 达到
此时 ＴＶＳ 位
３７ ５ ｍ·ｓ ，
ＴＶＳ 较上个时次略有减弱，
于船舶倾覆地偏东约 ５ ｋｍ。１８：０４ （图略），中气旋
特征仍然较为明显，但是 ＴＶＳ 特征已消失。
３．３ 风暴参数演变特征
日照超级单体风暴自形成到消亡，历时约 ２ ｈ。
－１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４５

图 ８ 为旺盛阶段（１６：５１—１８：０２ ）临沂雷达探测到
的日照超级单体风暴参数演变图，由图可以看出，
此时段，风暴持续较强，平均最大反射率因子（用
“ＤＢＺＭ”表示）为 ６５ ３ ｄＢＺ，最强达到 ６８ ｄＢＺ。风
暴顶高度（用“ＴＯＰ ”表示）平均为 ９ ５ ｋｍ，１７：０２，风
暴顶突然跃增至 １２ ３ ｋｍ，持续两个体扫后骤降至
回波顶高再次突然下降
９ ０ ｋｍ 左右的高度，
１７：
５６，
至 ８ ０ ｋｍ 高度附近。基于单体的垂直累积液态水
含量（ｃｅｌｌｂａｓｅ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ｌｉｑｕｉｄ，ＣＶＩＬ）变
化较大，１７：０８ 达到最大值，为 ８０ ｋｇ·ｍ ，１７：１４—
１７：
４４ 基本维持在 ６０ ｋｇ·ｍ ，之后线性下降，
１８：
０２
突然下降到 ３５ ｋｇ·ｍ 。强中心高度（用“ＨＴ ”表
示）在 １７：０８ 达到最高的 ７ ９ ｋｍ，之后波动性下降；
１７：
３８，
ＨＴ 快速下降至 ２ ７ ｋｍ 左右，表明强天气已
经出现在较低高度。之后 ＨＴ 一直维持较低高度；
１８：
０２（龙卷最强时刻），ＨＴ 突然下降至 １ ５ ｋｍ 左
右，此高度是雷达在此地测到的最低高度。以上分
析发现，风暴旺盛阶段，ＤＢＺＭ 一直维持较大的数
值，在龙卷发生前，出现 ＣＶＩＬ 骤增、ＨＴ 和 ＴＯＰ 突
然升高的现象，当地面产生龙卷，尤其是龙卷最猛
烈期间，则呈现出 ＣＶＩＬ 骤降、ＨＴ 和 ＴＯＰ 突然降低
的特点。
－２

－２

－２

图 ８ 日照超级单体风暴参数演变
Ｆｉｇ．８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ｅｌｌ ｓｔｏｒｍ ｉｎ Ｒｉｚｈａｏ

中气旋参数演变特征
图 ９ 为退模糊速度后临沂雷达探测到的龙卷风
暴中气旋参数图，可以看出，整个龙卷过程中，中气
旋顶部（用“ＭＴＯＰ ”表示）较高，高度在 ６ ３ ｋｍ 以
上。ＴＶＳ 出现前期（１７：２０—１７：２６ ），中气旋底部
（用“ＭＢＡＳＥ”表示）距地面约 ３ ６ ｋｍ 以上，ＭＴＯＰ
高度为 ６ ３ ｋｍ 左右，中气旋厚度仅为 ２ ７ ｋｍ 左右，

３．４

较为浅薄，强中心（用“ＭＨＧＴ”表示）出现在中气旋
顶部 且 较 弱。 ＴＶＳ 出 现 中 期 （１７：３２—１７：３８ ），
ＭＢＡＳＥ 高度呈下降趋势，中气旋厚度开始增加，
ＭＨＧＴ和 ＭＢＡＳＥ 重合。ＴＶＳ 出现后期即地面龙卷
发生时段（１７：４４—１８：０２ ），中气旋厚度超过 ５ ｋｍ，
已发展为深厚的中气旋，ＭＢＡＳＥ 快速下降到临沂雷
达在中气旋处所能探测的最低高度（１ ４ ～ １ ５ 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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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龙卷风暴的中气旋参数演变（黑线下端为中气旋底部高度 ＭＢＡＳＥ，黑线上端为中气旋顶部高度 ＭＴＯＰ）
Ｆｉｇ．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ｓｏｃｙｃｌｏｎｅ ｉｎ ｔｏｒｎａｄｏ ｓｔｏｒｍ （ｌｏｗｅｒ ｅｎｄ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ｂａｓｅ ｏｆ ｍｅｓｏｃｙｃｌｏｎｅ ＭＢＡＳＥ，ｕｐｐｅｒ
ｅｎｄ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ｏｐ ｏｆ ｍｅｓｏｃｙｃｌｏｎｅ ＭＴＯＰ ）

高度从 １７：３８ 的 ３ ８ ｋｍ 骤降到 １７：４４ 的
１ ４ ｋｍ 左右，
并且 ＭＨＧＴ 与 ＭＢＡＳＥ 基本重合，同
时最大风切变（用“ＭＳＨＥＡＲ”表示）迅速增大到约
２０ × １０ ｓ 。１８：０８ 之后，ＭＢＡＳＥ 和 ＭＳＨＥＡＲ 所
在高度迅速升高，气旋厚度变薄，龙卷逐渐消失。
综上所述，在地面龙卷发生前，中气旋较薄，ＭＢＡＳＥ
高度较高，最大 ＭＳＨＥＡＲ 较小且所在高度较高，
ＭＨＧＴ位置随时间变化较大，在 ＭＢＡＳＥ 或 ＭＴＯＰ
处都有可能出现；地面龙卷发生后，中气旋较为深
厚，ＭＢＡＳＥ 迅速下降，最大 ＭＳＨＥＡＲ 骤增且所在
的高度迅速下降，ＭＨＧＴ 和 ＭＢＡＳＥ 的高度非常接
近，多数时间重合。
ＭＨＧＴ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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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１）东北冷涡和地面辐合线是此次龙卷天气的
主要影响系统，地面辐合线和其上的 γ 中尺度涡旋
在显著深厚湿对流潜势下触发对流，初生对流单体
在较大的 ＣＡＰＥ 和较强的 ０ ～ ３ ｋｍ 垂直风切变的条
件下演变成超级单体，在较强的中低层垂直风切
变、较低的 ＬＣＬ 和较暖湿的低层环境下，超级单体
风暴中的强中气旋导致龙卷的产生。
（２）影响此次龙卷风暴移动的因子在不同时段
有所不同。前期风暴移动以平流为主；风暴单体合
并过程中，传播对风暴的移动作用增大，风暴移动
受传播和平流的共同作用；单体完全合并后，风暴
的移动主要受平流影响。
（３）龙卷出现前，强中气旋厚度较薄，ＭＢＡＳＥ
和 ＭＴＯＰ 高度较高，最大 ＭＳＨＥＡＲ 较小且所在高
度较高。龙卷发生后，强中气旋的厚度变厚，旋转
增强，最大转动速度高达 ３２ ｍ·ｓ ；ＭＨＧＴ 和
ＭＢＡＳＥ 高度骤降且位置基本重合；最大 ＭＳＨＥＡＲ
－１

跃增后维持较高数值且所在的高度迅速下降；低层
回波的右前侧出现钩状回波特征和入流缺口。
（４）雷达识别出龙卷涡旋特征（ＴＶＳ）较地面发
生龙卷提前 ３ 个体扫，对提前判断龙卷的发生和预
警有较好的指示意义。地面龙卷发生后，像素到像
素之间的最大速度差达到－３９ ５ ｍ·ｓ ，具有明显的
龙卷涡旋特征（ＴＶ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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